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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迅速,产业已经占据非常多的比重。各个大中小型城市的工业化发展
趋势都非常良好,然而遗留下来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却给环境带来极大的污染。本文针对当下在工业生产
中的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足和有效改进措施做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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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for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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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due to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dustry has occupied a very large proporti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trend of large,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is very good, but the left industrial
solid waste has brought great pollu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some deficiencies and effective
improvement measures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solid waste resources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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